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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廊词阁

“咏万寿岩”同题诗词
●谢复兴

（一）

孤峰突兀耸云天，洞穴深藏若许年？
石铺地面先人智，骨制锥形后学研。
幸有英明挥大笔，能无寄意托云笺？
闽中莫道弹丸处，冠绝东南考古篇。

（二）

当时发现也惊天，人类遗存恁早年。
装修史上开先例，考古学中供细研。
惟因卓识双批示，但表尊崇一展笺。
两岸文明此推理，同根共脉续新篇。

●林日上

（一）

太古鸿濛太易开，腹藏三洞寿桃梅。
人猿揖别分愚智，兽骨刀成接去来。
十八万年存旧器，一方铺石识尘埃。
功圆五老多呈报，幸有官文渡劫灾。

（二）

丘地金黄桔，稀疏挂上枝。
满坡皆鸟语，啼落一山诗。

●马玉太

（一）

神奇万寿岩，叠翠映蓝天。
旧落安身地，先民创业园。
人文传古韵，故址换新颜。
史迹今犹在，遗风励后贤。

（二）
沁园春·万寿岩

万寿岩前，四面青山，十里碧流。望孤峰耸
壑，雄姿伟岸，黄杨叠翠，溶洞通幽。紫气萦盘，
轻岚漫岫，绿水潺潺可泛舟。钟灵秀，悦莺歌燕
舞，福地珍畴。

先驱历尽春秋。创基业、人文世代留。赞
八方彦士，群英荟萃；千年书院，厚学宏猷。石
砾铺陈，宜居古厝，工匠精华誉九州。新风貌，
值今朝盛世，遗址追修。

●陈金清

（一）

先民行大野，渔猎没山林。
石洞残遗响，遥传远古音。

（二）

万寿山岩金字塔，几多扑朔费猜详。
蹉跎岁月成堆积，跌宕风烟已见荒。
洞穴栖身铺地石，川原渔猎演苍黄。
先民远古残遗在，锻造文明焕彩光。

●吴 松
水调歌头·万寿岩

欲觅存遗处，策马到岩前。帆船洞石平壘、
可寐梦神仙。今借春风润笔，一表先人伟绩，与
尔共登巅。古迹已欣览，细诉似涓涓。

灵峰洞，云戏月，瑟呜弦。刀耕远祖、驱走
狼虎弄桑田。暑往寒来几度，春种秋收粮贮，风
雨几经年。喜有金批语，记史莫偷闲。

●陈宗辉

炮仗流金桃绽蕾，渔塘细雨史前风。
梅斋曾对僧庐影，岩洞犹存铺地功。
何处破崖磨石斧，几时举火照苍穹？
追踪楣柱无寻迹，唯有浮光梦里逢。

●钟晓惠
忆旧游·万寿岩

梦孤山荒野，遗址经年，风雨潇潇。石洞千
秋跡，看危崖暮霭，万载迢迢。洞中烁石铺呈，古
代先民巢。想远古时人，石刀石器，叱咤云霄。

今朝，拾遗韵，探古洞萦迴，文物陈窑。又
闽台同脉，睹沧桑迁变，先祖迹遥。赞诸叟上书
策，领袖有明招，看满眼风光，清溪汩汩歌舜尧。

我已耄耋之年，白发苍苍，每每看
到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心里总有说
不出的欣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
初，笔者担任梅列区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领导成员、陈大镇关工委主任
职务。经过党培养教育几十年，笔者充
分认识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
关心、教育、培养各族青少年健康成长
为目的，是党和政府教育青少年的参
谋和助手、联系青少年的桥梁和纽带，
任务光荣，意义重大。关工委的老同志
工作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政治觉
悟、理论水平高，我能参加这项工作，
很自豪。

20 多年从事关工委工作，尽管遇
到酸甜苦辣，但我一直发挥余热，不计
报酬，努力工作，深受社会好评。多年
来，我与关工委的同志们一道努力，帮
助了一批贫困学子完成学业，走上人
生的阳光大道。特别是看到我帮助过
的20多个贫寒子女跨进大中专校门，

顺利毕业参加工作，纷纷成为单位骨
干，为社会建设作出贡献，我心里有说
不出的高兴。

陈大镇大源村范永沼夫妇是四级
残疾人，一家四口人，全靠在瑞云山风
景区销售香烛的一点收入维持生活。
1993、1994年，两个子女在关工委扶
持下，经过努力，分别考上大学，
区、镇关工委热心为他家筹集学费，
区关工委副主任方瑞兰当即捐助1000
元，区工商局两次捐款2000多元。范
家两个子女大学毕业后有了工作，全
家生活幸福。

长溪村饶木兰，1983年在三明六
中就读，正准备中考时，父亲突然工
伤身亡，而后母亲改嫁。饶木兰是三
好学生，全校师生纷纷拿出零用钱资
助她，捐款近千元，区、镇关工委也
牵线搭桥，捐助她数千元。在大家的
鼓励下，饶木兰顺利考上上海医专。
之后，她弟弟在福州读大专，苦于学
费、生活费无着落，饶木兰想辍学，

让弟弟继续读书。是区、镇关工委帮
助姐弟俩顺利完成了学业。饶木兰在
校期间勤工俭学，表现十分突出，毕
业后留校工作。她每年春节回乡都专
程看望区关工委老同志和方瑞兰女
士。

碧溪村贫困户邱桂香学习优秀，
1987年参加中考，我资助她，还让她
到我家住了3个月，安心学习。小邱很
努力，考上三明师范，全家喜笑颜
开，但发愁学杂费没有着落。区、镇
关工委想方设法筹资，使邱桂香进入
三明师范就读。从教后，她还一边工
作，一边就读电视大学四年本科，工
作学习两不误，多次被评为优秀教
师。母亲是儿子最好的老师，她儿子
受她影响，从小成绩名列前茅，2016
年考上福州大学法律专业本科就读，
现已工作。关工委牵线搭桥，使邱桂
香全家十分感激。邱桂香的母亲常对
我说，“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们的恩
情。”每年春节前夕，她一家都来拜访

区、镇关工委。
我积极当好课外辅导员。从上世

纪八十年代起我出任三明六中、陈大
中心小学校外辅导员，利用课余时间
向孩子们开展爱国主义、健康卫生知
识等方面教育，帮助小朋友开拓眼
界，增长知识。为了上好课程，我多
方请教专业人士，查阅历史资料，整
理出图文并茂的课件，结合省情、市
情进行宣讲，课后征求师生意见，不
断提高宣讲质量，受到师生们的好评。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甘于
奉献，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
低级趣味的人。1994 年底我退休后，
退而不休，发挥余热，担起关心下一
代、老龄委等相关工作，做了这点滴
善事、小事，不足挂齿，这里提起，
聊以自慰。

关心下一代：功德无量的事业
●陈国涛（86岁）

““逆袭逆袭””的退休生活的退休生活
●本报记者 李增祥 文/图

说好去茶园帮忙的，结果自己
成了茶园承包人！谢国宝退休的这
一年多时间里，意外地开始创业。

他家在建宁县城，而茶园则在
离家22公里的伊家乡兰溪村。最
近一年多时间，他频繁奔波于家和
茶园之间，产茶季，更是如此。

“没有很好的销售渠道，目前最
需要解决的就是茶叶销路。”忙碌的
生活，让他感到充实，也体会到创业
的不易！

老谢现年63岁，2018年12月退休。经朋友推
荐，第二年4月，他应邀到兰溪茶园帮忙做管理工
作，起早贪黑忙碌着，乐在其中。茶园陈姓承包人
看在眼里，有一天，承包人向他讲述了经营中存在
的困难，希望由他接手茶园。

兰溪村群山环绕，风景秀丽，常年云雾缭绕，
雨水充足。“茶园紧靠村里的水库，周围没有工业
污染，河对面就是产红菇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很
好。”他很喜欢这里的青山绿水与清静。

参过军，又长期奋战在工作一线，让老谢习
惯了忙碌。“我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止步于此，
更不甘心每天‘云游仙境’。”他原本就有找点事
情做的想法，到茶园帮忙的日子里，这一想法更
加强烈。

不过，家人一开始并不支持。“操劳了一辈子，
退休了还来折腾茶园。”老伴得知他接手茶园，心
疼他劳累，担心经营风险，劝说他回家安养，帮忙
带带孙辈，女儿甚至特意从外地赶回建宁劝说。不
过，几天后，女儿反而成了他最大的支持者：“我到
茶园一看，这里生态环境很好，加上看到我爸爸的
精神状态好，知道他决定做的这件事情是不会放
弃的。”女儿支持，其他亲属也不再反对了。

茶园海拔 580 米，面积 200 多亩，是兰溪村生
产队时期村民集体开垦种植的，有梅占、政和大
白、福安大白3个品种，为兰溪村集体所有，承包人
于2016年取得经营权。老谢经深思熟虑，在与承
包人和村里沟通后，2019年7月份接手茶园，开始
创业，操持茶园的大小事务。

此前，茶园管理粗放，投入不足。老谢接手
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茶园，改善茶园面
貌。这需要资金。

“其中有几万元是向我84岁的母亲借的。”他
向身边的至亲好友借钱，加上自己的一些积蓄，筹
得约30万元，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造茶园。修茶山
便道、茶厂道路，茶树深度修剪、茶园深翻培土、清
除杂草，购买机器设备……一切如当初预想进行。

今年3月底，茶园开始采摘茶叶，茶青全部销
往武夷山茶企。“卖茶青，扣除采摘工钱就是利润，
很保险，不过利润不高。”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他
发现卖茶青不是长久之计，决定自己制茶。基于
自己的喜好和对市场的判断，结合茶厂实际情况，
他选择做红茶。

老谢平时雇了十几名村民管理茶园。近期是
采茶季，还增加了40名相对固定的采茶女工。因
为大家岁数相近，自己也是农家子弟出身，他对采
茶工的管理多了一些耐心和温度。

“多数采茶工自带的午饭很简单，有的只是白
米饭配梅干菜。”老谢看到后，安排厨房每天煮紫

菜汤、炒青菜肉片，帮他们改善伙食。在茶厂里，
一块白板写满采茶工名字，每个名字后都跟着一
个数字。他说，采茶工年龄大，许多人不识字，“茶
叶称重后，只要报编号，我们就能对应到是谁采的
茶叶。”

老谢对前景充满信心：“这一年来主要在投
入，我相信茶园明年或者后年就会有起色。”他还
期待将来能利用周边的生态环境和宋代古窑遗
址，结合茶园开发一些研学、安养、亲子项目，让更
多人前来游玩、休闲、观光。

初心不改，为积压茶叶寻销路

“去年我接手茶园，朋友来看茶园时，开玩笑
地问：‘你的茶树在哪里？’”经过管理、改造，现在
的茶园面貌焕然一新，老谢经常站在茶厂眺望茶
园，不无几分自豪。

经营茶园近一年时间，他的收获不小。老谢
喜欢唱歌，就把家里的音箱设备搬到茶厂，休息时
间经常会高歌几曲。几位采茶工也喜欢唱歌，还
有人唱山歌，老谢找到了分享的快乐。

老谢在茶厂附属房后的边坡，搭建了一个观
景台，约12平方米，木板地面上铺着足球场塑料
草皮，护栏三面环绕，前方山水相偎，山野风光尽
收眼底。“外孙说那是足球场。”老谢的外孙还在上
小学，来茶园后，也喜欢上这里的山水。

有收获，但难题更多，首要问题是生存下去。
“今年3月底之前都在投入，没有产出。”他算

了一笔账，买揉捻机等设备花了10多万元，便道
修建、茶树修剪、茶山深翻培土、茶叶采摘……都
要雇工，每月支付工资超过3万元。时间一天天
过去，投入还在增加。

而茶园目前唯一的产品就是茶叶，没有稳定
的客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茶叶销售市场开拓
难度更大，茶叶出现积压，资金压力不小，最近2个
月，采茶工资由半个月一结调为1个月一结。他的
难处，采茶工们看在眼里，愿意与他共克时艰。

“一大早，采茶工背着竹篓到茶厂，准备放下
午饭去采茶，一看大门紧闭，又听到一些人说我不
干了，他们就担心了。”前几天，因为前任遗留的历
史问题影响，老谢有情绪，没有开门生产。接到采
茶工打来的问询电话，他很受触动，觉得自己做好
茶园的责任和压力更大了。

茶园已经出产红茶2000多斤，而且随着生产
持续，产量还在增加，亲戚朋友在帮老谢找茶叶销
路。看着积压的茶叶，他心里有点着急。

记者手记

老谢富有创业激情，退休后回归乡村，在绿水
青山里搞农业种植，有困难，却又乐观应对。他正
致力于盘活茶园这一绿色宝库，为美丽乡村建设
倾注自己的力量，值得肯定。

退休，往往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含饴弄孙、
颐养天年，多数人如此。随着老年人总体健康水
平的提升，我们相信，像老谢一样发挥余热、干事
创业的老年人也将不少。而老年人创业有一定的
特殊性，他们试错的机会比年轻人少，遇到困难，
更需要得到帮助。我们希望老年人量力而为，谨
慎选择创业，也期待社会对这些老年人干事创业
给予更大的理解和支持，关键时刻，搭上一把手，
帮助他们创造更加绚丽多彩的晚年生活。

从帮工到创业，掌舵茶园

忙碌，乐此不疲

朝花夕拾

老谢认真记录采茶工人的采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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